ABBYY FlexiCapture
简单、精确、自动化的发票数据捕捉方案，
节省时间，提供高质量的数据到ERP系统

手动输入发票信息是一个耗时和容易出错的过程。发票捕捉解决方案可以实现
这个过程的自动化，但大多数都需要涉及大量的创建设置和定制，且价格昂
贵。ABBYY现在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：FlexiCapture® for Invoices。
尽管现在EDI方案已经非常常见，但是对于
发票而言，纸质发票还是目前最常见的形
式，那就意味着处理纸质发票的挑战依然存

ABBYY FlexiCapture – 简单、
精确、自动化的发票处理方案

在，包括由于发票的丢失或者缺少而导致不

ABBYY FlexiCapture 发票处理模块是一个

能及时支付。

更智能更简单的解决方案。它显著缩短了发

人工处理一张发票的平均成本是15美金，绝

票捕捉项目的实施时间。通过应用一个简

大多数公司都渴望实现发票处理的自动化。
现有的发票解决方案虽然降低了人工处理步
骤，但是系统实施却非常累赘麻烦，需要IT
专家去为每一个单独的供应商建立一个模
板，意味着如果客户有很多供应商，则需要
较长时间，几周甚至几个月来实施。结果就

单、通用的文档描述，它可以立即捕捉发票
中的绝大多数数据，并且可快速调整以提高
识别精度。它也可以实现自动捕捉，并将高
精度的数据输入到您的ERP系统中。这个新
的解决方案可在1~2天内即完成与您的工作
流的结合，只需要很少的专业技术服务投入

使用FlexiCapture加
速发票处理流程
带走数据，留下纸张
ABBYY FlexiCapture 提供了满
足每年30万页的单机版解决方案
和更大处理能力的分布式版本解
决方案。ABBYY FlexiCapture可
以对不同文档类型的识别进行自
动学习，并将他们高精度地转化
为可以立即使用的信息。ABBYY
FlexiCapture for Invoices是一
个能帮助您的组织实现发票自动
平滑处理的理想解决方案。

是方案实施变的很昂贵，一旦部署完成，增

和对操作人员的培训。

ABBYY FlexiCapture 特性包括：

加新的供应商将价格不菲且过程缓慢。

不同供应商提供的发票有不同的格式，增加

•

集中和分布处理扫描发票

•

从fax或者邮件附件中导入

一个新的供应商需要对系统进行调整，也需
要新的成本投入。但是ABBYY FlexiCapture
for Invoices采用了一种通用机制来实现从不
同发票格式中提取数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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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果：发票处理将更加迅速，更
加精确，降低了AP处理时间，改
善现金流，尤其是将花费在追索

MFP，扫描仪

匹配

数据库

图片上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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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校正数据错误的时间减小到最
少。

这个系统是自适应支持，不需要客户因为增

为公司整体组织带来的益处

加新的供应商而追加投资。实际上，增加新

系统要求

的表格格式只需要花费很少时间，仅仅需要

ABBYY FlexiCapture® for Invoices可以简

增加新供应商的名字和一些关键字。

化您的应付账款（AP）处理流程，让您：

•

CPU 2 GHz 或者更高的主频

•

准确及时支付发票

•

操作系统: 服务器或者工作站

•

不需要增加额外员工就可以满足业务增

•

内存: 1 GB for every CPU

通过ABBYY Flexicapture，
您可以实现：

长需要

core

•

快速部署

•

获得提前付款折扣

•

将人力资源从人工录入和数据校对中解

•

更精确的预算和预估

放出来，将他们安排在更需要的岗位上

•

提高审计和利润分析能力

•

•

•

为新供应商提供扩展解决方案，而不需

Information

水晶报表 Visual Studio®:
2008: x86; 2010: x64

•

在发票处理能力上的投资预算价格透明

Microsoft

SQL

Server®

2005, 2008 or 2008 R2
•

通过我们有竞争力的价格，随着您的业

Microsoft

Internet

Explorer® 7, 8, 9

务增长为您节省更多成本
•

Internet

Services 6, 7 or 7.5

化和固定化
•

.NET

Framework 2.0 or higher

要定制特殊服务
•

Microsoft

•

通过在数据捕捉方案上的投资，发挥杠

Note: 系统配置要求根据站
点配置不同而不同，请参考

杆作用，使整个组织获益

详细技术文档

有效免除耗时的发票及其证明文件的预分类工作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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